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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脱碳社会的超导磁能

贮存（SMES）技术
邓隐北，邓楚柏，覃华，查举 编译

广西国昶生物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  前言

所谓超导磁能贮存（SMES），是由超导线圈产生空间

强磁场得到电能，并将这种电能以磁能的形式贮存的方法；

也就是说，利用超导电阻为零的特性和利用超导线圈本身

电感 (inductance) 不衰减电流并使其持续流动的性质，原

封不动地将电力贮存起来的方法。

SMES 的正规研究，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迄至今

天，一直处于世界最尖端的研究领域中。作为瞬时电压降

低（简称瞬低）补偿用和电压稳定化用途，在 SMES 商用

平台常有实际的业绩。总之，始于超导技术的 SMES 研究，

可以说也是当前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迄至 2050 年以

前，要使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整体为零，也即，到 2050 年，

我国将贯彻落实双碳目标，旨在完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脱碳社会。

本文，除概括介绍了 SMES 的研发现状以外，还在迄

今取得的丰富技术与研发实绩的基础上，对 SMES 有关新

的可能性展开了讨论。

2  SMES 的特点、适用领域、引用实绩

2.1  作为电流源 SMES 的特点

图 1 所示为各种电力贮存结构及基本操作。为便于说

明，电力系统以单相变换电路 (inverter) 表示。在电压源

系统上供电时，为供给系统电流，必须有贮能装置的操作

来确保。

图 1(a) 所示的二次电池和电容器，其电压方向经常是

一定的，充放电之际电流的方向变化。就是说，利用变换

器切换二次电池和电容器直流电压的极性，这是电压源操

作、输出交流电压的储能装置，从而必须通过电抗器连接

于系统，对供给系统的电流也应予以控制。

另一方面，图 1(b) 所示的 SMES 场合，流过线圈的

电流方向经常是一定的，充放电之际，施加于线圈的电压

方向变化，就是说，切换变换器的半导体开关，使交流电

流直接且高速的流入系统，这从原理上是可行的。因而，

进行电流源操作的 SMES，不仅对系统的影响可抑制到

最小限度，而且，能形成大功率高速充放电的储能装置。

SMES 的这一特点，是电压源二次电池和电容器等其它储

能装置所不具备的优越之处。

一般，图 1(b) 所示的电流型变换器，可以说，利用直

流电抗器其效率是不佳的，然而效率的问题，如利用电阻

为零的超导线圈就能得到解决。而且在图 1(b) 中，直接连

接具有逆阻挡能力的 IGBT 二极管，作为控制范围有限制

的大功率变换技术，更换成有丰富运用业绩和可靠性高的

闸流晶体管 ( 半导体开关，thyrister) 变换器也是可能的。

图 1  各种电力贮存结构及其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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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MES 研发的经历及创新的可能性

图 2 所示为 SMES 的适用领域，由取代抽水蓄能发

电的规模到瞬低补偿的规模，对各种各样的应用进行了研

讨。

从上世纪 70 年代直到 1980 年止，取代抽水蓄能发

电规模的 GWh 级 SMES，是以日本、美国为主在进行研究。

日本为取代抽水蓄能发电规模的 SMES，对其实现的方法

进行了调研，1986 年成立了超导蓄能研究会 (RASMES)。

RASMES对超导线圈导体、绝热结构、支撑结构、冷却系统、

电力变换器以至土木工程，都作了详细的研讨。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代，能以瞬时大功率充放电

的 SMES，其特点引人注目，作为瞬低补偿等稳压装置

推动着 KWh 级 SMES 的实用化进程。在美国，将整套

SMES 装置配置在拖车、牵引式公交车 (trailer) 上的移动

型 SMES 已经开发。图 2 中的黑色五角形标记，显示日

本己实用化的瞬低补偿用 SMES 的实际业绩。

从 2000 年后半期到 2010 年，对采用鉍（bismuth）

系和釔（yttrium）系高温超导线的 SMES 研究项目已经

实施。而且，对采用 39K 下形成超导状态的硼化镁 (MgB)

的 SMES，将其与氢能系统组合的可行性研究也在进行着。

随着可再生能源引入量的增加，且现正迈向电力自由

化的形势下，将 SMES 作为系统稳定度的测定装置，并利

用该装置成为新的开发目标。如图 2 所示，用于系统稳定

度测定的 SMES，与已经实用化的瞬低补偿 SEMS 装置

属同一规模，技术上具有完全可能实现的领域，在本文第

4 节将详细讨论。

2.3  SMES 实际系统的引用实绩

这里，汇集了日本 SMES 实际系统的引入业绩。1998

年九州电力公司将日本独自开发的 1KWh/1MW SMES，

实施了初期的现场试验 ；从 2003 年到 2008 年，中部电力

公司独自开发了 5MVA 和 10MVA 的 SMES( 图 2 中的黑

色五角形标记 ) ；电机厂商的液晶车间，借助 SMES 对瞬低

补偿效果进行了实际验证；尤其是 10MVA 的设备开发 3 套，

其中已工作的 2 套，被定位在液晶车间和半导体车间作为

商用设备。此外，从 2004 年到 2007 年，作为新能源研发

组织 (NEDO) 的项目，开发了图 3 所示的 10MVA/20MJ 

SMES。在古河光伏发电公司的细尾发电厂，连接着实际的

SMES 系统，相邻连接的是铜轧制工场，对其变动负荷的

补偿效果进行了实际验证。此外，在研究所的净化车间(clean 

room)，作为稳压用途也具有商用基础的引入实绩。

引入实际系统的 SEMS，采用了鈮鈦 (NiTi) 线的液氦

(He) 冷却超导线圈。一般，常认为 SMES 的冷却是个缺点，

但有报导称，例如，图 3  SMES 冷冻机的动力，相对于

1MW-20 秒周期负荷变动补偿的运转，仅 20KW 左右。作

为变换器效率为 98%，由此估计能量的贮存效率将为 92%。

总之，超过 90％的 SMES 就是非常高效率的贮能装置，可

以说，冷却未必就是 SMES 的缺点，这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图 2  SMES 的适用领域与实绩 图 3  实际系统负荷变动补偿用的 10MVA/20MJ SMES

装置本体（由 RASM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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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规模 SMES 的可行性研究 

3.1  面向 2050 年，大规模 SMES 的开发路线图 (road 

map)

积极引入可再生能源，迄至 2050 年将 CO2 的排量削

减一半，国际能源机关 (IEA) 对此预定的计划进行了研讨。

已经揭示，在全世界已将贮能设备的容量增加到 500GW

这一数值目标。2009 年发表了有关贮能技术的调查报告。

RASME5 接受 IEA 事务局的邀请，应协力完成面向 2050

年大规模 SMES 的开发路线图。

核裂变 ( 核合成 ) 装置用途、粒子检测器等加速器用

途的大型超导线圈，以 2009 年当时的开发业绩为基础所

完成的大规模 SMES 开发路线图示于图 4。对 SMES 的

开发阶段 ：数 MWh 级、100MWh 级、GWh 级三个阶

段，均进行了研讨。其结果，以调频，负荷、发电变动补

偿为目的，早在 2010 年，1MWh 级 SMES 就呈现出技

术可能引入的状态。国际热点的核聚变实验炉（ITER）计

划的工程设计工作，所实施的中心螺旋管型线圈 (CSMC)，

其 JT-60 环形线 (poroidal) 磁场线圈的电源电动发电

机，采用这种发电机进行了脉冲通电试验，按照试验的结

果，从技术上也得到了证实。如果从贮能的观点看，这一

脉冲通电试验相当于 ：CSMC 和 JT-60 电源电动发电机

之间的 75MW 大功率输送试验，也可以说是证实大规模

SMES 技术基础的通电试验。另方面，取代抽水贮能规模

的 GWh 级 SMES，预计到 2030 ～ 2040 年将进入技术

可能引入的阶级，参见图 4 所示。

根据 NEDO 科研项目的 SMES 成本试算、核聚变装

置和加速器等大型超导线圈的开发实绩以及 SMES 概念设

计的成本试算，所完成的 SMES（KWh）单价评估结果示

于图 5。如输出功率 100MW，换算 SMES 的 KW 单价，

可望得到 20 万日元 /KW。但是，对 1MWh 以上的大规

模 SMES 试算，按照概略设计的结果，这一试算值今后能

否达到什么程度，还须进行详细的研讨。

超导贮能研究会 (RASMES)，以日负荷的平稳化为对

象，有关抽水蓄能发电、NaS 电池、SMES，考虑到建设费、

效率、使用期限、维护费的寿命 (life cycle) 成本均进行了

研讨。从年间成本的观点看，充分显示出 SMES 的优越性。

另外，RASMES 研讨的图 4、图 5 结果，已记载于

IEA( 国际能源机构 ) 的调查报告书中。

图 4  根据大型超导线圈开发实绩的大规模 SMES 开发路线图

图 5  根据开发实绩与概略设计的 SMES 成本评价

3.2  采用电磁力平衡线圈的 SMES 可能性

从正式开始研究 SMES 的 1970 年到 1980 年代，有

关抽水蓄能发电的、并作为日负荷平稳化用途的大规模

SMES，一直在进行着研究。RASMES 的启动当时，描绘

了 2010 年时期 1 ～ 5GWh 商用成套设备（plant）开始

运转的开发目标。可遗憾的是，因大型超导线圈的电磁力需

要坚固的支撑结构等，否则将导致很多的危险，故迄至当时，

尚未有取代抽水蓄能发电规模的 SMES。为了降低产生超

导线圈的强大电磁力，必须对超导线圈的形状进行优化，对

不采用坚固支撑的大规模 SMES，也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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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贮存的能量与电磁力支撑结构的质量之间，存

在着所谓维里 (virial) 定理的比例关系。图 6 所示为，将电

子回旋加速器室 (doughnuts) 环形线圈架上的超导线，卷

绕成螺旋形状 (helical) 的线圈，这被称之为电磁力平衡线

圈 (FBC:force-balanced coil)。通过 FBC 最佳螺旋形线

圈匝数的选定，可大幅度降低电磁力，必须将电磁力支撑

结构的质量，降低到为贮存能量所需的最低限度。也即，

该线圈已降到 Virial 定理中所示的理论极很值。这里，螺

旋线圈的匝数，是指沿整个圆环（toroidal）方向绕一周，

再在环形（poroidal）方向卷绕的匝数。图 6 的线圈，螺

旋形线圈的匝数为 6 匝（turn）。总之，将线圈的卷线倾斜

对着产生的交链磁场。由此，以降低电磁力，电磁力支撑

结构物所需的质量可减小到原来型式超导线圈的一半以下。

图 6 所示的电磁力平衡线圈，是采用 NiTi 线手工绕

制的线圈。总的环形线的匝数为 10584 匝，花费 4 个月

时间制作的。有电磁力支撑的线圈整体采用了环氧树脂固

化，而线圈的卷线未用不锈钢丝等来补强，通过液氮的冷却，

总计超过 100 次的通电试验，结果显示最大达到 6.3T( 特

斯拉，磁通密度单位 ) 的励磁取得了成功。对电磁力平衡

线圈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

支撑结构，是具有相当于耗电 6 万 KW-6 小时贮存能力

的装量。采用釔 (yttrium) 系高温超导线制作的 15T 电磁

力平衡线圈。在此情况下，考虑到变换器损耗及冷冻的动

力，对能量贮存的效率进行了概算，当 20K 冷却 ( 热屏蔽

80K) 时，效率约为 70％ ；50K 冷却 ( 热屏蔽 110K) 时则

为 79％左右，高于抽水蓄能发电的效率。可望将贮能设备

设置在城市的近邻。

图 6  用 NiTi 线绕制的电磁力平衡线圈（验证模型线圈）

SMES 与抽水蓄能发电比较 ；对地点条件所受的限

制有所缓解，选址较灵活方便。图 7 所示为设想安置在城

市附近、用于日负荷平稳化的 SMES 装置。设 SMES 是

由 4000 个电磁力平衡线圈组成的，超导线圈勿需坚固的

4  作为系统稳定度测定装置的可能性

4.1  系统稳定度测定的必要性

目前，要求积极地引入可再生能源，但担心电力系统

出现秒同期以下功率波动问题。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通

过逆变器接入系统，引入了可再生能源，水力发电厂和火

力发电厂 ( 特别是火电厂 ) 的占比一旦减少，原来，与同

步发电机所具有惯性力可适应的稳定度，对秒周期以下的

功率波动则不能吸收。

系统稳定度是，相对于功率波动下系统回复功能是否

稳定且能否运转的指标，将系统模型化，采用相应于功率

微小波动的计算式，按照其矩阵固有值的计算结果进行评

价，这就是系统运行的现状，在实际系统中是无法测定的。

系统的稳定度不能实测，就这样，可再生能源一旦大量引入，

即使出现下列问题，电力系统中也能进行充分的预测。

（1）系统稳定度降低的系统，在固有频率附近 (1 ～

2Hz) 会产生预期的功率振荡，这关系到将引起大规模停电

的可能性 ；

（2）电力的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分散型电源的发展，电

图 7  采用电磁力平衡线圈的城市型日负荷平稳化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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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备、控制设备及负荷设备进一步的多样化，系统的模

型将变得困难，加之固有值的计算结果有过剩的余裕而迫

使系统的运行不经济 ；

（3）引起大停电的场合下，由哪个发电厂再接入系统？

尚无好的更替方案。从而，在可再生能源不断引入时，为

实现系统的运行稳定且经济，容易测定的「电压」、「频率」

加上「系统稳定度」；在实际系统中建立能瞬时的测定技术

是至关重要的。

4.2  利用 SMES 测定实际系统中的系统稳定度

为了测定实际系统中系统的稳定度 ( 固有值 )，必须

有比秒周期更短的高速贮能装置。有人提出了利用 SMES

测定固有值的可能性方案，由模拟系统实验以及用模拟系

统 (analog) 的仿真装置 (Simulator)，实施了原理性验证。

如上面 2.1 节中所述，SMES 在电流源操作下直接将电流

流入系统，该 SMES 为适应性优越的贮能装置，这是不会

对系统产生影响而能进行固有值测定的。

图 8 所示为利用 SMES 测定固有值的方法。首先，从

SMES 到系统给予任意频率 fsm 的正弦波微小电力变动，

测定来自系统的电力变化响应。系统固有频率 fo 也即固有

值的虚部是特定的。然后，从 SMES 到系统给予特定的固

有频率 fo 的正弦波微小电力变动，根据固有频率中电力变

化响应的半幅值来测定固有值的实部，以便对系统的稳定

度进行评价。此时，即使给予固有频率的电力变动，也不

会引起系统大的功率振荡，就这样的进行着稳定化的控制。

另外，对 SMES，由△结线的电流增幅器进行模拟，采用

40％输出功率的发电机 2 台＋无限大母线模拟系统的仿

真装置进行实验，按照实验得到的结果是须测定固有值的

SMES，其峰值功率为测定对象系统设备容量的 1% 左右。

4.3  配置移动式 SMES 的系统稳定度测定装置的概略

设计

实际系统中产生的功率振荡，是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振

动模式。因此，为适应逐次改变的系统状态，必须改变测

定的场所才能评价瞬时的系统稳定度，从而要求 SMES 装

置的可移动性。图 9 为配置了可移动型 SMES 的系统稳

定装置的实机回路。该装置的特点是 ：

（1）配置超导线圈、冷却装置、变换器整套于 40 英

尺的干式集装箱（dry container）内，由拖车 (trailer)

移动进行固有值的测定 ；

（2）采用绞合电缆的 MgB2 线材，超导线圈在 10K

或者 20K 下用冷冻机冷却 ；

（3）调整超导线圈的冷却温度，相应于系统状态，

SMES 的峰值输出功率可从 1MW(20K 冷却 ) 增加到

4MW(10K 冷却 ) ；

（4）采用电磁力平衡线圈，可将电磁力支撑结构抑制

到必要的最小限度，以实现超导线圈的轻量化。

图 9 所示 SMES 的规模，与已经实用化瞬低补偿用

的 SMES 是同一规模，这是技术上充分可能实现的装置。

此外，装置的形态与美国开发的移动式 SMES 相似，调

节冷却温度以增加 SMES 输出容量，迄今，采用了与已

实用化液氦冷却 NbTi 线 SMES 不同的新的运转方法。为

了研讨图 9 SMES 装置的技术实现性，我们进行了超导线

圈的概略设计和冷冻负荷的概算，其结果，输出功率 1 ～

4MW，在输出频率 1 ～ 2Hz 的运转下，如有市售的冷冻

机 3 ～ 4 台，则有望实现超导线圈的冷却。

图 9 的移动式 SMES 装置，拟定移动到大规模光伏

发电站及变电所等，以实现固有值的测定和维持稳定度。

充分有效利用这一 SMES 装置，就能在实际系统中确认原

来固有值计算模式的正确性。十分期待，既能有效利用已

有的电力基础设施，又能以合理的裕度实现系统的运行。

作为系统稳定度测定装置的 SMES，为对其优越性进

行讨论，采用市售的锂离子电池模块（额定电压 27.6V、

额定容量 40Ah、许可电流 ( 连续 )160A）的 1MW 级贮

能装置本体，对其进行了概略设计，表 1 列出了锂电池与

SMES 的比较结果。

锂离子电池从寿命观点看，因对充放电的电流值有限

制，即使设定 SOC( 充电状态 ) 为 50％，固有值测定时仅图 8  采用 SMES 的系统稳定度测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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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利用了 0.072% 的贮存能量，却需要过剩的电池模块。

加上，峰值功率从 1MW 增强到 4Mw 时，模块数则必须

4 倍的增加，而 SMES 超导线圈的重量则必需相当于 10

倍的锂离子电池的重量。相对于此，在 SMES 场合下，如

不改变超导线圈的大小和重量，将冷却温度从 20K 降低

到 10K，则峰值功率从 1MW 增加到 4MW，由于轻量化，

按可移动性的观点看，作为系统稳定度测定装置，SMES

的优越性也是很明显的。

原文出处 ：リチウムイオンキヤパシタを用いた高效

率電氣エネルギ一蓄電システム，中田俊思，《電氣評論》

Vol.106 No.6.2021，p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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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上述实验可以看出磁芯结构对电感噪音是

有影响的，没有灌封胶软硬度和上下轭中柱间粘接胶影响

这么大，改善磁芯结构，对降低噪音大小也是有帮助的。

6 总结

综合上述三种实验 ：实验一用耐高温粘接胶增强条块

磁芯间的粘接力，增强了电感在高温运行下粘接胶膨胀硬

力，从而抑制了噪音，降低了噪音的大小。实验二降低灌

封胶软硬度，从而达到降低灌封胶的膨胀系数，降低灌封

电感高温下因灌封胶膨胀大对上下轭磁芯产生膨胀拉力，

从而抑制了噪音，降低了噪音的大小。实验三在不影响电

感性能的前提下，减少上下轭磁芯与灌封胶的接触面积，

降低灌封胶膨胀力对上下轭磁芯产生拉力，从而抑制了噪

音，降低了噪音的大小。随着光伏逆变器的功率逐渐增大，

通过电感的电流越来越大，噪音问题越来越突出 , 上述三

种改善方案，从抑制电感噪音方面考虑，可以有效的抑制

了噪音的产生，抑制效果良好，改善了目前日益突出的大

功率光伏逆变器灌封电感噪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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